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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導物質介紹 
－電⼦煙



電⼦煙產品介紹

電⼦煙係以電能驅動霧化器，加
熱煙液（彈）內液體為煙霧，該
液體可能混有尼古丁、丙⼆醇或
其他香料等，以供吸食者吸食



年度 102 103 104 合計

檢驗件數 36 395 2134 2565

檢出尼古丁件數 31 324 1428 1783

檢出率 86.1% 82% 66.9% 69.5%

102~103年電⼦煙之尼古丁檢出率⾼達7成

（資料來源：https://www.mohw.gov.tw/cp-2642-20946-1.html）



成分 毒性類別 影響/危害

尼古丁

（Nicotine） 成癮物質

1、影響⾃律神經系統及⼤腦中樞神經系統

2、活化中樞神經系統，也可能產⽣抑制作⽤，且會抑制前列腺
環素（prostacyclin）的合成及⾎⼩板的凝結功能。


3、可能加速冠狀動脈及週邊⾎管系統疾病、急性⼼臟缺⾎意
外、傷⼝復原⼒下降、⽣育⼒變差、消化性潰瘍及食道逆流
等問題產⽣。


4、抑制食慾及增加代謝率與脂肪分解等新陳代謝的症狀。

5、電⼦煙的尼古丁是霧狀尼古丁，系由肺部吸收，經過呼吸道
時不會造成刺激，使⽤時吸得深，沉降到⼩⽀氣管再吸收，
為⾼度成癮的物質。

電⼦煙具有成癮性

（資料來源：美國國家衛⽣研究院癌症中⼼—菸草控制系列專⽂：http://dccps.cancer.gov/tcrb/mongraphs/2/m2_4.pdf）





電⼦煙檢測出含有甲醛及⼄醛

食藥署103年特別針對衛
⽣局驗的31件電⼦煙補充
液檢體，分析可能含有之
其他化學成分，發現：31
檢體均檢出甲醛成分
（100%），28件檢體檢
出⼄醛成分（90.3%）

（資料來源：https://www.mohw.gov.tw/cp-2642-20946-1.html）



電⼦煙其它有害物質

• 還有丙⼆醇、⼆⽢醇、丁⼆酮、可丁寧、毒藜鹼、菸草⽣物
鹼或其他超微粒⼦與揮發性有機化合物，等於吸入更多有健
康風險的物質… 

• 吸食過程對於⼈體⼝腔黏膜、呼吸道等易引發過敏或傷害反
應，增加⼼肌梗塞的風險

（資料來源：https://www.hpa.gov.tw/Pages/Detail.aspx?nodeid=594&pid=10037）



電⼦煙具有爆炸危險性

（資料來源：https://www.cw.com.tw/article/5095703）





新世代 
反毒策略



五⼤主軸

緝毒掃蕩戒毒處遇

修法策略 拒毒預防

防毒監控
1.各學校與轄區派出所

合作，建⽴吸⻝毒品
熱點巡邏網；精進教
育單位通報措施。 

2.加重校⻑、學校防毒
責任；如，列為校務
考核項⺫。 

3.就學⽣吸毒個案，以
⼀⼈⼀案專案輔導、
轉介、追蹤。

1.提⾼製造、運輸、販賣
毒品之刑度及罰⾦刑。 

2.販賣毒品予未成年⼈及
懷胎婦⼥、及製造、運
輸 、 販 賣 混 合 型 毒 品
者，加重其刑⾄⼆分之
⼀。 

3.修改第⼀、⼆級毒品持
有罪之要件，將「純質
淨 重 」 修 正 為 「 淨
重」，降低檢驗成本及
符合各國通例；並調降
持有第三、四級毒品⼊
刑 標 準 ， 由 「 純 質 淨
重」20公克降為5公克，
降低第三、四級毒品流
通之⾵險。 

4.對於多次施⽤三、四級
毒品者，先施以裁罰、
講習、⾝⼼輔導等⾏政
措施，未完成⾝⼼輔導
或三年內四犯以上者，
則施以刑罰之「先⾏政
處 遇 後 司 法 制 裁 」 模
式，提升預防及嚇阻效
果。



108年 
藥物濫⽤統計









常⽤毒品介紹





毒品的種類
中樞神經抑制劑

中樞神經興奮劑

中樞神經迷幻劑



中樞神經抑制劑

愉快 改變情緒 困倦、昏睡

思考

記憶

肢體失調

愷他命、海洛因



中樞神經興奮劑

精神、興奮

影響 導致

幻覺

猜忌

胡⾔亂語

古柯鹼、搖頭丸、
安非他命



中樞神經迷幻劑

脫離現實感

幻覺經驗

記憶⼒受損

精神分裂

⼤⿇、搖腳丸



海洛英

• ⼝服的、注射劑、⿐吸。


• 1898年代開始被⽤來當成代替嗎啡的
⽌痛藥，1908年的使⽤頂峰。


• 俗稱：⽩粉、四號


• 感覺為興奮及欣快感，之後陷入困倦
狀態。



海洛英

• 短期影響：


包括呼吸抑制、噁⼼、嘔吐、眩暈、精
神恍惚、焦慮、搔癢、⿇疹、便秘、膽
管痙攣、尿液滯留、⾎壓降低等。


• 長期影響：


會產⽣胡⾔亂語、失去⽅位感、運動不
協調、失去性慾或性能⼒等現象。



安非他命

• ⿐吸、煙抽、注射及錠劑。


• 具有興奮劑的效果，有⾼度成癮性，
會引起侵略、暴⼒或精神錯亂等⾏
為。是 難戒斷的毒品之⼀。


• 俗稱：安仔、安公⼦、冰、冰毒



安非他命

• 短期影響：

睡眠不正常、過動、噁⼼、妄想有⼒
量、侵略性及易怒性增加。飢餓感減少
造成體重下降。劑量提伴隨著更強的躁
動、焦慮及暴⼒傾向。 

• 長期影響：

⼼跳加速、⾎壓增⾼、損害腦⾎管導致
中⾵，或⼼律不整造成⼼臟衰竭或死
亡。有腦部受損的現象，包括記憶⼒衰
退和無法做抽象思考。就算復原，通常
還是會有局部失憶和情緒極不穩定的情
形。



愷他命
• ⼝服的、注射劑、⿐吸、混合菸草使
⽤。


• 1960年代開始被⽤來當成⿇醉藥，特
別是⼩孩和動物的⿇醉，有良好的⽌
痛效果（越戰），1978年的使⽤頂
峰。


• 俗稱：K仔、K粉、Ｋ他命、愷他命


• 會使⼈感到時間和空間的扭曲、產⽣
幻覺以及輕微的解離感。



愷他命
• 短期影響：


有突然全⾝抽搐、肌⾁震顫、呼吸停⽌、意
識昏亂、流淚、⾎糖⾼、喉部肌⾁收縮、⼼
臟停⽌跳動等症狀，嚴重時會造成死亡


• 長期影響：


在⼼臟⾎管系統，會使⼼博過速、⾎壓升
⾼，增加⼼臟的負荷；在呼吸系統，可能造
成咽喉收縮、分泌物增加、氣管擴張、急性
肺⽔腫、呼吸抑制等；近年來Ｋ他命造成的
慢性膀胱炎也成為長期濫⽤者的夢魘。



⼤⿇

• 常被捲成香煙吸食，或⽤⽔煙⽃吸
食。


• 俗名：草藥、煙卷、⿇仔、飯火…等


• 在美國使⽤率達16%，服⽤的孩⼦，
暴⼒傾向或破懷物品的可能性增加四
倍，偷竊的可能性多了五倍。



⼤⿇
• 短期影響：


失報協調⼒、扭曲時間感（含視覺和聽
覺），嗜睡、雙眼發紅、食慾⼤增和肌
⾁鬆弛、⼼跳加快。食⽤⼀⼩時內會有
⼼臟病的風險增加五倍，記憶⼒受損和
解決間題的能⼒減弱。


• 長期影響：


導致精神錯亂，也會傷害肺部、⼼臟及
降低⾝體對抗肺部相關疾病的能⼒。



新興毒品



合成⼤⿇

• 俗名：K2、假草、魔⼒、邪惡幽靈…
等


• 美國2010年⾄2012年間，服⽤合成⼤
⿇的案件數增加了80%，2014年在奧
斯汀和達拉斯在⼀週內有120起過量⽤
藥案例。









浴鹽

• 俗名：北極風暴、炸藥、藍絲…等


• 使⽤⽅法以吸食、注射、混合食物或
飲料⼀起服⽤；還包括「投彈式」
（包在菸紙裡吞食）、從肛⾨塞入、
⽤蒸發器吸食或抽菸吸食。









核彈

• 俗名：核彈、笑臉…等


• 強⼒的合成迷幻劑，⽤來替代LSD或
酶斯卡靈，只要使⽤⼀點點的量就⾜
以持續⼗⼆⼩時或以上的藥效。







恰特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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⾦剛梅⼦粉

混和性化學合成物～～非單⼀⼆級毒品

+ +



炸彈（強⼒搖頭丸）

新興毒品，
影響精神藥物

NPS     				   	PMMA

嚇！新毒品「炸彈」侵台　狂歡後恐猝死





毒郵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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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咖啡

常⾒添加 
安非他命．搖頭丸．浴鹽．⼤⿇．Ｋ他命





毒軟糖

2011年9⽉29⽇ 
中視新聞》台中市⼀名毒品通緝犯，逃亡期間仍在販毒，為了掩⼈耳
⽬，他把毒品藏在軟糖包裝裡，交易毒品時就假裝在賣糖果





排毒針到底有沒有效？？？？？？？

新興毒品～樣態多元～ 
今天的毒郵票是Ｋ他命 

難保明天毒郵票不會變成安非他命或搖頭
丸。。





毒家新聞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成癮



吸毒帶來三「失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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⾝⼼被毒品控
制、坐牢  

⼤腦受損、上癮、共⽤針
頭感染愛滋、死亡  

⾏為改變，無法被家
⼈、朋友接受  



吸毒的原因

引起注意 
18%

尋找剌激 
25%

解決挫折 
58%

好奇⼼ 
96%



吸毒的原因

據統計臺灣有54.7%受到朋友影響。 

根據警政署統計，2019年初次接觸毒

品的年齡，已經下降到12.5歲 





成癮-腦改變了





感謝聆聽


